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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执行国家标准 欠成熟技术难保道路安全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官方微博

weibo.com/zgqybnews

中国企业报

紫竹评论

丁是钉

“双翻番”具有空前的艰巨复杂性

页岩气扶持新政酝酿中
民企或难分头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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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保守
让其竞争力日渐销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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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缺失
亿元级 LED企业接连倒闭

P0猿 多地强制推广 LED产品
被指将引“行业灾难”

“地区性强制更换技术并不成

熟、科技含量并不高的 LED照明产品
让人没法不质疑。更关键的是，产品

需要损耗大量的有色金属资源，并不

符合国家节能低碳的环保理念。”日

前，广州市某电源生产企业负责人胡

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有法不依、忽视照明效率已经

成了照明行业的潜规则，若不尽早纠

正，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会更大。

胡军所说的强制更换是指今年 5
月 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的粤
府函（2012）113 号《印发广东省推广
使用 LED 照明产品实施方案的通

知》，通知要求 3 年内公共照明强制
普及 LED产品。

佛山美博照明总经理冯锐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

前整个道路照明国家标准应该修改。

他向记者介绍，LED 作为公共照明有
一定的危险性。

与此同时，胡军已经联合业内人

士上书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人民政

府法制办公室法规处，呼吁停止全面

更换 LED灯，并对技术的不成熟性提
出强烈质疑。

所节省费用不够售后服务

一纸通知引发了行业地震。

相关照明行业业内人士纷纷提

出异议，认为作为路灯的公共照明系

统更换 LED灯，其照度不达标会造成
道路安全隐患。

胡军表示，并不是所有环境都

适用 LED照明的，比如城市主干道、
次干道路灯就不适合用 LED 照明，
因为 LED 的眩光大大超过国家标
准，照度又大大低于国家标准，这种

以降低照明质量来节能的方法太落

后，如果单从眼前节电的数量来计

算，节省下来的电费远不够售后服

务的费用。城市照明应以提高智能

化管理水平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

换个光源。

（下转第三版）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国内
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翻

番”的目标，首次从定量化角度对民

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经济指标进行

了描述。这既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也

是一场主动的挑战。

单独从数字层面看，未来 8 年内
只要保持每年 7%多一点的增长速
度，就可以实现 GDP翻番的目标。基
于过去 10 年中国 GDP 的高速增长，
有专家认为“双翻番”的目标并不难

实现。但是如果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

势和发展动力做一下深入分析，就会

发现，“双翻番”是一项涉及经济领域

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具有前所未有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仅目标中所提出的居民人均收

入翻番而言，就涉及收入分配改革和

国企改革两大难题。

从 2004年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调
查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8 年时
间，但还没有一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获得通过。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大幅

度、制度化的调整，必然导致既得利

益阶层现实利益的损失以及未来获

利能力的削弱，而这个阶层显然是相

对拥有更大话语权的阶层，在其没有

改革动力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改革必

须要有坚定有力并且全面稳妥的顶

层设计，这正是改革的困难所在。

“提低、扩中、控高”是社会对收

入分配改革的共识。其中“提低、扩

中”的核心是政府让利；而“控高”的

核心则是国企改革。

当前，许多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

触及底线，在局部地区和行业已经出

现了实业空心化的苗头，因此，那种

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标准的思路是不

切实际的。要调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

入中的比重，首先是地方政府要有放

弃利益的决心与行动，切实减少企业

的税负，让企业有能力为员工涨工

资。

现实中，垄断性国企的收入水平

不仅远高于其他企业的水平，而且在

垄断企业内部也存在着“体制内员

工”和“劳务派遣工”之间差距巨大的

二元化分配方式。“劳务派遣工”的存

在充分说明了垄断企业的收入分配

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劳务派遣

工”的工资水平，才是这些企业的市

场化工资水平。因此，必须从改变垄

断企业的用工体制入手，通过劳动力

要素的市场化推动薪酬分配的市场

化。

从逻辑关系上讲，居民人均收入

翻番的前提是 GDP翻番。尽管相较于
此前 10%以上的高速增长，7%—7.5%
的增长要求并不算高。但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目前已经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度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 7.4万亿美元。这样庞
大的基数决定了其不可能一直保持

此前的高增长比例。

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会发现：此前成就中国经济高速

成长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

红利、要素投入、城市化进程以及后

发优势都在消失或减弱。特别是中央

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前

提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了经

济发展的前置性条件，经济增长的难

度空前加大。

商业·管理

电商敛财百亿的“围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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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四年之后，保利东盟国际第一街（以下简称保利第一

街）似乎出现一丝曙光。广西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

西保利）承建并开发的保利第一街位于南宁东盟国际商务区

核心位置的老挝和越南两个园区，是 12国园区中首个交付使
用的商业街，共有超过 400间商铺。
“12国园区的成败在于广西保利。”日前，保利第一街投资

业主张建（化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道。

“2008年初，广西保利不顾市场实际大肆鼓吹造势，人为
抬高门槛，却迟迟未启动招商计划，以致空置长达四年之久。

未来也许很美好，但现实却太残酷。”张建冷冷地说。

数十亿元资金被套

南宁东盟国际商务区于 2005年 3月 3日正式启动。该区
用地规模约 3.0平方公里，建设目标定为，具有商务区功能并
承载商业服务、文化交流、娱乐休闲职能的城市核心区；并且

是一个具有东盟各国特色，为东盟各国和其它国家、地区政

府、商务机构提供商务、办公和生活服务的综合园区-联络部
（办事处）基地。

保利第一街的尴尬从项目启动之初便初现端倪了。

广西保利系中国保利集团所属香港上市公司“保利（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 ”（0119HK）（下称香港保利）全资子公司，
2005年 1月正式成立，注册资金为 1.5亿元。

作为广西保利在广西开发的第二个项目，保利第一街原

报名称为“保利·龙腾上园”，规划定位为东盟商务区高档纯住

宅小区。

2007年，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两级政府的要求，广
西保利进行规划调整，降低住宅的比例，由原来的 85%降至
60%；并增加商业及办公的比例，从 15%增加至 40%；容积率
也由原来的 1.5降低至 1.2，总建筑面积从 12万平方米减少至
9万平方米。

临时改变园区规划引来开发商与业主们的经济纠纷。广

西保利对外声称，此项目因此遭受近 3亿多元的损失。
2011年 10月 20日，第八届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空街

近四年的第一街终于开街。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李海 特约记者 滕虓

广西保利第一街
空置四年调查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艾瑞泰克日前被美国股民

起诉，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股民提起申请参加该诉讼的最后期限

12月 7日，在该日期截止后的两个月内将产生首席原告代表。
“这已经不是艾瑞泰克第一次被提起诉讼了。目前，在

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被诉讼的案例正在增多。像侨兴环球资

源、安博教育、尚德、飞鹤国际等公司，都有股民表示有意参

加集体诉讼。”国际证券诉讼律师郝俊波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信息披露不全。

在美国，专门有一些调查机构会盯着这些问题，有些机构甚至

会亲自跑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调查，把中国公司没有披露或披

露不实的内容进行公布。”郝俊波说。

信息披露不全惹祸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艾瑞泰克肥料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五里桥，在中国本土专业从事高科技绿色环保农

资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咨询服务，主营业务是以腐

殖酸为基础原料的有机肥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于 2009年
9月 21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为每股 16.1美元。2011年
5月，艾瑞泰克退至粉单市场交易。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张龙

在美上市中国公司
进退两难

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问题遭遇
集体诉讼，欲通过私有化方式退市
的企业也遇法律困境很难全身而退

证监会铺路科技成果入股
上市高新企业将明显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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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

详见第四版

广西保利对外声称，此项目遭
受近 3亿多元的损失，但该说法未
得到香港保利年报印证

业内认为，强制更换 LED产品对整个行业不仅不是利好，反而是场灾难。 CNS供图

李稻葵：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详见第二版）

“幸福企业”的阳光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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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巨资拼杀央视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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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狂欢下供应商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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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牵“虎”尹同跃否认 IPO
P12

缺陷家电召回条例难产
海外市场倒逼企业出手

P18

产经周刊

上汽通用五菱40万新增产能
牵出“经销商二代”

P22

政策助阵催热土壤修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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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三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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